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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新冠病毒
传染力为何增强

从阿尔法、贝塔、伽马，再到德
尔塔、缪毒株……层出不穷的变异
新冠病毒不断挑战各国疫情防
控。其中，德尔塔毒株已成为当前
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的主要变异
毒株，且更具传染性。为何变异新
冠病毒传染力会增强？中国科研
人员新近发表在美国《细胞报告》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其中“奥
秘”。

狡猾的新冠病毒能进化出新
的优势变种。国际共享基因序列
资源“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
台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起，阿
尔法毒株首先占据传播优势。然
而，从5月开始，德尔塔毒株逐渐取
代阿尔法毒株，成为在全球传播的
优势变种。

研究发现，与阿尔法毒株相
比，德尔塔毒株的刺突蛋白能够更
加高效地被宿主细胞蛋白酶切割
形成具有功能的蛋白，极大提高了
德尔塔毒株入侵细胞的效率，也加
快了其在感染初期的复制速度，有
助于德尔塔变种优势的建立。

除了感染能力提高，变异新冠
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也增强了。
和野生型新冠病毒相比，新冠康复
者血清中和抗体对德尔塔毒株的
中和力大幅下降；疫苗和用于治疗
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对德尔塔毒株
的中和效果均相应下降。

清华大学药学院谭旭实验室
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金腾川实验室的最新研究发现，
除了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逃逸外，
针对杀伤性 T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
疫应答的逃逸，也可能促进新冠病
毒优势变种不断传播。

细胞免疫是人体中除了抗体
免疫之外的另一套免疫体系，主要
功能是运用被称为杀伤性 T 细胞
的白细胞来特异地识别和清除被
病原体感染的人体细胞，从而达到
阻断病原体复制和传播的免疫效
果。

既有研究表明，细胞免疫应答
与新冠病情轻重发展相关。对感
染者的血液检测发现，新冠病毒特
异性细胞可早于中和抗体被检测
到，说明细胞免疫应答在病毒感染
早期就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早期
的免疫抑制对于机体防御新冠病
毒、抑制病毒传播非常重要。

但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
毒的一些特有机制却可以助其逃
逸细胞免疫，从而导致传染力进一
步增强。通过高通量筛选平台，研
究人员筛选并鉴定了4条新冠病毒
特异性的与细胞免疫相关的关键
性抗原表位，发现阿尔法、贝塔、伽
马和德尔塔毒株至少使其中一条
关键性抗原表位发生突变，帮助病
毒逃逸了杀伤性 T 细胞的免疫识
别。逃逸人体细胞免疫是新冠流
行变种的普遍特点。

此外，研究人员还筛选到了不
同种冠状病毒中不变的抗原表位，
这些表位的不变性说明了其对于
冠状病毒有重要功能。

清华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谭旭
说，变异新冠病毒对免疫系统的逃
逸大大增加了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的复杂度，这些不变的抗原表位为
新一代冠状病毒通用疫苗设计提
供了理论基础。新型通用疫苗将
不仅能激活人体产生中和抗体，同
时也能介导广泛的细胞免疫反应，
降低变种病毒突破感染（指接种疫
苗后发生的感染）的风险。

据新华社

厦门首例患者
从事车间管理工作

福建厦门首例患者，吴某某，在厦门
同安区某工艺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工
作。经过流调核查：该名患者是莆田市报
告一例确诊病例的家人，属于其密切接触
者。截至昨日8时，累计报告同安区这家
工艺品工厂聚集性疫情确诊病例32例。

该病例在9月4、5日与莆田确诊病例
有密切接触史，于9月6日乘坐动车返回厦
门。经专家研判，从9月6日到12日检出核
酸阳性期间，吴某某接触的车间作业及管
理人员较多，加上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
速度快、传染代际短的特点，这一传播链
条造成了多人感染的聚集性疫情。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厦门市决定
采取以下措施：

全市大中小学、中职学校从线下教学
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园。

市民非必要不离厦。自9月14日零时
起，确需离厦的，须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福建共4个中风险区
2个高风险区

根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13日24时，

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
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
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
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
出行。

中高风险区的学校暂停线下教学，调
整为线上教学；暂时关闭与顾客近距离接
触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暂停聚餐、集会、
广场舞等聚集性活动；坚持红事缓办、白
事简办、宴会不办。

重点关注
莆田三条传播链

福建本轮疫情已波及莆田、泉州、厦
门三市。疫情源头疑为新加坡返莆人员，
毒株初步判定为德尔塔，莆田仙游铺头小
学、协胜鞋厂和厦门同安某工艺品公司成
为本轮疫情传播关键场所。

截至9月13日20时，莆田市累计报告
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例。

13日23时许，厦门市发通告称，同安

区一区域升为高风险，全市小区（村）实行
闭环管理。

9月13日晚，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
控有关情况。

会上通报，截至9月13日20时，莆田市
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79例，其中确
诊病例58例（普通型21例，轻型37例），无
症状感染者21例。

已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1770人，次
密切接触者1866人。核酸检测采样
855373份样本，已出报告548746份。

在13日晚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中，
仙游县县长吴海端表示，仙游县从14日开
始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专家判断，
要经过三轮以上全城核酸检测，根据结果
再进行判断。

目前的形势比较严峻，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病毒传播速度快，二是感染人群
主要集中在小学生和中老年人身上，病例
年龄最大84岁，最小5岁。

4天时间内，福建本轮疫情确诊病例
已经破百。正值开学季，学校也成为外界
关注的焦点。

此轮疫情中，学校成为疫情防控的薄
弱环节。截至13日，莆田此轮疫情已波及
6所学校，感染的36名学生中，30人年龄在
10岁以下。此外，厦门、泉州疫情传播链
条中，也有未成年人感染。

有专家表示，学生、儿童尚未注射新
冠疫苗，存在病情更容易较为严重的风
险，不过，当地学校开展的核酸检测“适时
抽检”起到了一定作用，值得表扬和推
广。此外，应当积极考虑下调疫苗接种的
年龄，以覆盖更多学生、儿童群体。

兰州大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预测系
统》的初步预测结果显示，若采取二级管
控措施，莆田市本轮疫情将在9月26日左
右得到控制；若采取三级管控措施，预计
在10月4日左右得到控制。

学校为何成防控薄弱环节

莆田此轮疫情最早发现于学校，这一
情况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
现。根据官方发布会消息，莆田仙游县在
对开学后的在校学生例行开展每半个月
10%核酸“适时抽检”时，于9月9日晚发现
两份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本次疫情首
次发现的阳性病例。

截至13日，莆田市此轮疫情已波及6
所学校。85名阳性病例中，学生有36人
（10岁以下有30人），包含幼托儿童8人，小
学生28人，其中19人来自仙游县枫亭镇铺
头小学。此外，枫亭中心小学、郊尾镇前

埔小学、南大门幼儿园等多个学校也出现
师生感染。

由莆田此轮疫情波及的厦门、泉州疫
情传播链条中，也出现了未成年人感染。
如泉州在12日公布的活动轨迹中，泉港区
界山镇的吴某某只有10岁，9月6日至9月
10日，每日乘坐校车往返学校和家，其余
时间无再外出。

“适时抽检”弥补漏洞

病毒学专家、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
教授金冬雁分析，这些儿童尚未注射新冠
疫苗，存在病情更容易较为严重的风险。
同时，学校开学后同样是密集型场所，加
上没有疫苗的保护，一旦出现疫情传播，
便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在国
外也出现过，近期以色列新冠疫情中，开
学后的学校也成了重灾区。

记者梳理发现，在秋季学期开学之
前，国内各地学校曾进行开学前核酸检测
工作，推进核酸检测“应检尽检”，而开学
后的“适时抽检”的做法，只有在福建省内
出现。

金冬雁指出，莆田市疫情虽然“破
防”，但上述操作是学校防疫工作中非常
先进的做法，值得表扬和推广，“它实际上
是建立了一个雷达系统，在这次疫情防控
中，就弥补了外防输入的漏洞。”

也有专家分析，15天间隔时间过长，
这也导致莆田此次疫情未被及早发现。
但金冬雁表示，到底多久测一次、多少人
来测，应该由防疫部门来决定，“它需要科
学的依据和评断，并不是说越多越密集越

好，还要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进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

志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还提到，对
于校园防疫，还是要继续做好日常防护。

应考虑下调疫苗接种年龄

此外，金冬雁还提到，应当积极考虑
下调疫苗接种的年龄，以覆盖更多学生、
儿童群体。

彭志勇说，这或许是我国下一步防疫
的重点。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也曾提到，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3至17岁人群
可以开展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紧急使用。

9月11日，莆田市教育局发布通知，要
求各地各学校加大12至14周岁学生第二
剂疫苗接种工作力度，提高接种覆盖率。
要及时做好教职员工暂缓接种疫苗和适
龄学生第一剂疫苗补种工作。9月15日
前，全面完成教职员工和12-17周岁学生
疫苗接种工作。

2021年9月13日起，莆田全市中小学
（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年
级除外）、幼儿园、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已暂
停线下教学；9月14日起，厦门区属学校也
暂缓入校，启动线上教学；泉州市则要求
目前尚在莆田市、泉港区的师生员工暂缓
返校，高校即日起采取线上教学。

此外，福建省教育厅网站还于9月12
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在9月19
日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
检测工作，纳入登记造册的重点人群和来
自泉州、莆田的师生员工在间隔4天后需
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央视等

福建疫情形成莆田、厦门双传播中心
福建最新通报累计确诊139例，北京疾控发布中秋国庆出行提示

相关新闻

福建确诊病例破百，校园为何成防控薄弱环节
新闻纵深

9月14日，人们在仙游县鲤南中心小学核酸检测点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新华社发

14日，福建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
防控最新情况。9月

10日至9月14日8时，福建省
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
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莆田
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
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
在莆田市）。福建莆田、厦门启
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昨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文
称，中秋国庆将至，秋高气爽是旅游出行
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近
期，国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并引起聚集
性疫情，疫情防控工作严峻复杂，不能有
丝毫松懈。

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
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中高风险及有
病例报告的地区进（返）京人员自觉配合
检查。

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出行前了解疫
情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相关防疫

政策。
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室外活

动为主。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避免外
出，老人、慢性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不
建议安排远行。

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新闻链接
北京疾控发布中秋国庆出行提示 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